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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长春市永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范咏和社员们，伴随着大型农用机械

的轰鸣声，施肥下种，干得热火朝天。

一望无际的农田里，农用机械大展身手：玉

米垄由宽变窄、秸秆覆盖的地表垄垄分明……

范咏告诉记者，这是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技

术，玉米丰收以后，秸秆全部留在地里，不用翻

地，耕种时，利用拖拉机牵引免耕播种机，整理

秸秆、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

“以前一到春播前，秸秆就成了老大难的

问题，烧了它，污染环境，不烧它，没法种地。”

合作社社员徐亚林望着自家的玉米地感慨

道。永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位于长春市净

月区新湖镇西湖村，是重要的水源保护地。

2016年，范咏拿出一部分耕地进行保护性耕

作试验，秋收后一算账，每公顷地玉米增产

5%，化肥使用量下降10%。范咏尝到了甜头，

他把这种技术推广给乡亲们，带领更多的村民

致富。

目前，范咏的合作社保护性耕作种植面积

达到70公顷，流转土地200公顷，托管面积

300公顷。今年，他还购买了一台条耕机，先

将玉米垄进行条耕，再利用免耕机播种，待到

6月份深松，这样既保持较大面积的秸秆覆盖

量，又能保水提温，提高肥力。

大型农机大展拳脚，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

加了燃油、雇佣司机等费用。为了让保护性耕

作深入人心，让更多农民受益，合作社始终保

持原有的托管价格为当地百姓服务，农机从最

初的7台（套）发展到20台（套），机械服务能力

达到200多公顷，合作社员由开始的5人发展

到现在的41人，服务农户300多户。

保 护 性 耕 作 受 欢 迎
本报记者 王伟

旋耕机平整田地，播种机起垄下种……轰

鸣的农机声响彻田间地头。

春雨过后，记者走进四平市铁西区永信农

民专业合作社，见到已有农民“抢先”下地，抢

抓农时“一刻不得闲”。合作社理事长侯刚介

绍，从过年后合作社就陆续开始春耕各项准备

工作，通过网络、电话订种子和肥料，检修农机

具，并与社员沟通，抢前抓早，疫情并未给春耕

生产带来影响。

俗话说，春耕深一寸，可顶一遍粪；春耕不

肯忙，秋后脸饿黄。如今，农民种田的方式发

生了很大改变，牛耕人种的画面已很少见了。

能否顺利完成春耕任务，农机具的状态是影响

作业效果的关键。

“随着作业面积不断增加，合作社自成立

以来，先后购买精播机、旋耕机、无人机等农机

具40台套，在春耕期间合作社都会选择使用

大中型拖拉机，实现了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

侯刚说。

“机械耕种真是不服不行，这150亩玉米，

要是搁在以前，全家齐上阵，抢抓时间干，十多

个人半个多月都干不完。现在3个人一天一

台机器就能把活干完。不仅省时省力，生产效

率还高。”谈及农机带来的便利，正忙着给玉

米播种机装添种子的刘大爷对记者感慨道。

“加入合作社后，土地连成片，消除田间

路，统一购入生产资料，统一农机作业服务，统

一销售，统一管理，标准化作业，种地再也不用

面朝黄土背朝天了，省事多了，每年仅春耕作

业这一项，平均一公顷节省300元。”谈到现在

的收入，刘大爷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这

每年1公顷土地租赁费加年底分红，外加我在

合作社工作的工资，合起来有1.3万元左右，

以前这收入在农村真是不敢想。”

农机唱主角 助农春耕忙
本报记者 闫虹瑾

本报讯（边境 记者任胜章）近日，记者从

省水利厅获悉，在春耕农忙之际，我省各大型

灌区科学研判、及早行动，积极有序开展春季

农田灌溉供水工作，为全省粮食增产奠定了

坚实基础。

今年以来，我省水库蓄水和土壤墒情整

体好于去年，全省19座大型水库总蓄水量为

143.04亿立方米，比历年同期多37%，比去年

同期多17.29%，中型水库蓄水量为13.19亿

立方米，比历年同期多29.6%，比去年同期多

7.71%，但受气候因素影响，白城、松原等西部

地区水资源短缺形势依然比较严峻。4月初，

我省实施了总规模8000万立方米的引察济向

应急补水，全力保障白城地区备春耕工作顺

利推进。4月中旬，引嫩入白工程渠首白沙滩

泵站开机提水，利用嫩江水资源以满足白沙

滩、五家子、哈吐气三大灌区用水，助力春耕

生产，为镇赉县40万亩水田用水提供保障。

目前，全省各大中灌区已陆续开始春灌

供水。前郭灌区已完成灌区渠道模袋衬砌

19.2公里，维修养护引泄渠道30多公里；海

龙灌区各拦河坝都在积极拦蓄桃花水；永舒

灌区计划第一进水闸5月初开始开闸引水；

星星哨灌区5月1日开始灌溉供水；梨树灌区

将在5月10前完成灌区工程维修养护并验

收，为春灌供水做好准备。

大中灌区陆续开始春灌供水

“全省气象部门要扛起责任、担

当作为，提前做好备春耕气象服务工

作。”省气象局局长赵大庆说，今年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对气象服务提

出更高的要求，省气象局坚持抓早

抓小，更加高效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气象服务做足“含金量”

4月17日，省气象局召开气象

服务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进一

步加强雨情、旱情、墒情、苗情的监

测，抓住一切有利天气时机组织开

展人工增雨作业，同时尽快着手将

防治草地贪夜蛾气象服务业务化，

全面做好春耕春播气象服务。

省农气中心在服务上做好“加

减法”，简化服务材料数量，增加信

息“含金量”，将《春耕春播气象服务

专刊》报送至省政府及农业等相关

部门，详细分析气温、10厘米地温、

降水、化冻深度、墒情，预测未来天

气对春耕的影响，提出合理化建议。

目前，省气象局已组织建立全

省病虫害防治常态化业务运行机

制，各级气象部门全面深入细致做

好春季农业生产气象服务各项工

作，密切做好倒春寒、干旱等高影

响性气象灾害的预报预警，滚动做

好预报预测和预警，跟踪做好全生

育期的农业气象服务。

田间地头服务指导

时下，在我省田间地头忙碌的

身影中，出现了众多气象人。他们

定期开展墒情监测，掌握农田土壤墒情变化规律，为涉农部门

和农户提供气象参考数据；农气业务人员走村入户，“问诊”交

流、制定服务“套餐”，为春耕送去了科技“及时雨”。

在公主岭市永发乡，村民张庆生家的温室大棚内，黄瓜、西红

柿、豆角等各种蔬菜苗长势喜人。“风力大、温度低时，会令这种纯

冷棚有受冻风险，一定要提前加固，做好保温工作。”听了省气象

服务中心农气专家马树庆的建议，张庆生抓紧组织人手忙活起

来。当前正值我省水稻育苗关键阶段，为了减轻天气变化对设施

农业生产的影响，省气象部门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加强对农户的针

对性指导服务，一份份生产指南、一批批专家深入生产一线。

在吉林市，气象部门开启“定制+直通式”的现代气象为农

服务方式，先后到孤店子镇大荒地东福米业和春新生态家庭农

场、舒兰平安镇丰德周氏农场、大绥河镇一田现代农业企业等

开展直通式气象服务，向农户介绍近期天气情况和土壤墒情，

对水稻育苗、大田整体提出指导性建议。

联动协作“赶春忙”

3月31日，省气象局和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科学应对

气象灾害全力防灾减灾夺丰收预案》，两部门建立完善信息共

享和联合会商机制，开展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服务，强化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科学有效应对气象灾害。

4月20日，省农业农村厅和省气象局深入合作，在充分会

商研判的基础上向全省农业和气象部门联合印发了《春播气象

条件分析和生产技术指导意见》，共同指导各地切实做好秧苗

管理和旱田播种工作。

在“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气象保障工程”项目建设

进展报告会召开后，省气象局迅速组织开展恢复生产和备春耕

气象服务保障工作，密切监测3月以来全省频繁出现的雨雪、

大风、降温等天气，提前对外发布预报预警信息，组织各级气象

部门做好面向政府和各部门的决策服务，通过各种渠道对公众

发布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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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长莺飞，春光正好。

广袤的松辽大地万物复苏，春意盎然。

坚硬的犁铧划开沉睡了整个冬季的黑土地，

播下希望的种子，期待丰收的到来。

随着气温回暖，适宜播种的时节终于来

到了。自4月27日起，全省已适时转入以玉

米为主的大田播种。

与此同时，较为耐寒的小麦已基本完成

播种，水稻育秧播种工作也已基本结束，进入

秧苗管理阶段。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情况：全省旱田

除适宜晚播作物外，5月10日前将基本完成

春耕播种，5月底前基本完成水稻插秧工作。

今年以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全力做好备春耕生产工作，奋

力实现粮食生产良好开局，确保粮食播种面

积稳定在8500万亩，正常年景粮食产量稳定

在700亿斤以上，为确保粮食稳产高产、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

支撑。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全省备春耕

生产工作稳步推进。

备春耕物资供应得到有效保障。针对疫

情对备春耕工作的影响，建立农业农村、工

信、交通运输、市场监督、供销合作社等部门

协同联动机制，着力解决畅通运输、企业复

产、农资调配等问题。以开犁网为核心，结合

信息进村入户平台农村电商功能，组织各地

开通省市县乡村五级农资直购平台，拓宽农

资购销信息渠道，推动农民网上、电话和经纪

人购买农资。为163个种子、农药、肥料生产

经营企业开具农资保供企业资质证明，畅通

农资运输和营销通道，推进农资下乡进村入

户。春耕时期所需农资已全部到位，总体快

于去年同期水平。

粮食播种面积稳定略增。制定出台《进

一步确保粮食生产和安全及扩大“菜篮子”产

品生产政策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层层落

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充分调动地方政府抓

粮和农民种粮积极性。以2019年为基数，向

市县下达粮食播种面积指导性指标，并在粮

食安全责任制中提高考核权重，作为产粮大

县奖补项目的主要参考依据，要求各地无论

怎么调整种植结构，都不能减少粮食播种面

积。据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

2020年全省粮食意向种植面积预计8502.2

万亩，同比增加34.8万亩。

未雨绸缪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安排。

加强多部门沟通会商，科学研判农业灾情发

展趋势，提前对可能发生的灾害做好应对准

备。针对我省十年九春旱的实际，立足抗灾

夺丰收，提前做好抗旱水源、人工增雨等准

备，加强土壤墒情监测，适时组织抢墒、造墒

播种，力争春耕播种一次拿全苗。先后制定

印发了《全省草地贪夜蛾防控预案》《全省粮

食生产重大病虫害防控预案》，会同省气象局

制定印发了《科学应对气象灾害全力防灾减

灾夺丰收预案》，指导推进农业防灾减灾措施

落实。

一年之计在于春。为了确保实现全年粮

食生产的目标，高标准高质量组织开展春耕

播种。当此之时，省农业农村部门继续加强

土壤墒情和气象监测，及时发布农作物适播

期预报，适时组织开展春耕播种，把地种在适

宜期内，力争一次播种拿全苗。同时，组织备

春耕生产指导服务组继续深入基层，指导春

耕播种工作。

坚持做好抗旱坐水种和抢墒播种。指导

中西部地区立足抗旱夺丰收，对墒情适宜地

块及时组织抢墒播种，墒情不足地块坚决实

施抗旱坐水种或浇灌。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

业。对于东南部地区土壤过湿地块，及时组

织整地散墒，以便尽快开展春耕播种。

抓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加强草地

贪夜蛾等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组织

各地提前做好资金、物资、技术、措施等各项

准备，利用已下达的草地贪夜蛾监测防控资

金，尽快建立草地贪夜蛾分区分级防控机制，

适时落实统防统治和联防联控措施，坚决遏

制粮食生产重大病虫害暴发成灾，努力实现

虫口夺粮保丰收。

确保稳产高产 决战脱贫攻坚
——我省全力做好备春耕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张力军

▼精心播下希望的种子。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免耕播种一举两得。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铁牛竞技黑土地。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